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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5,000 人升读副学士，岂可任其变成「A 货」 

香港集思会作出十四项建议 

为副学士提升课程质素、建设多元化出路 
 

《新闻稿》 

 

(2011 年 4 月 6 日) 

 

香港集思会刚完成了一项有关「副学士教育政策」的详细研究，检视副学士在香

港教育体系的定位及作用。 

 

香港集思会的研究发现经过十年发展，副学士（Associate Degree）已成为专上教

育的重要一环，每年新生入学人数约 15,000 人，与资助大学本科收生额相若，

亦相等于 45%的中七毕业生数目，令专上教育整体普及率超越 60%。香港集思会

认为副学士迎合家长及莘莘学子要求接受更高教育的期望，并已形成一股新力

量，政府及社会各界必须正视及支持其持续发展。 

 

然而，研究发现香港的副学士教育制度面对四大问题：(1) 院校过分强调副学士

的升学功能，但资助大学衔接学额有限，形成期望落差；(2) 副学士课程以低成

本及具收生保证的学科为主，毕业生在就业市场认受性不足，甚至被雇主形容为

「A 货学士」；(3) 副学士课程学费高昂，收费与大学本科课程相若，学生未毕业

已负债累累；(4) 副学士课程的开办条件不统一，收生制度亦欠清晰，院校资源

不足，教学质素缺乏保证。 

 

香港集思会理事及教育课题小组召集人杨佰成指出：「10 年来，副学士课程已培

育了近 60,000 名毕业生，每年收生人数 15,000，同期就读人数 29,000，学生及

家长每年花费超过 12 亿元。要使副学士课程健康发展，迎合社会需要及确保其

『物有所值』，必须从(1) 提升课程质素，及(2) 建设多元化出路两方面着手。」 

 

就这两大原则，香港集思会提出四大策略方向及十四项具体建议： 

 

策略方向一：建设多进多出的升学阶梯，鼓励学生在不同阶段持续进修 

具体建议包括扩大本科资助学额、鼓励发展具质素的私立大学，吸纳成绩优秀的

副学士毕业生。同时，打破现时「学年制」的传统学习模式，设立贯通整个专上

教育体系的学分积累及转移制度，让学生（包括副学士）累积学分，储存到标准

化的「学分银行」个人账户当中，再按照实际需要，选择于不同阶段升学进修，

提升个人学历。政府亦应撤销「专上学生资助计划」以 25 岁为上限的年龄限制，

令学生不必担心出来工作后会丧失获取资助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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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方向二：强化副学士的就业功能，以配合人力市场需求 

具体建议包括重塑副学士的功能，发挥它作为独立资历的多元化角色，让公众明

白升学并非副学士的唯一目标和出路。鼓励院校开办非主流、但有潜在需求的学

科，例如医疗护理、老人服务、食物检测、环保科技等，吸引学生就读，广泛培

养社会所需人才。鉴于目前约有 30%副学士毕业生没有继续升学而直接投入劳动

市场，为了增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政府可将「大学生实习资助计划」扩展至副

学士学生，为他们提供在私营企业的实习机会，增加他们毕业后在私营市场的受

聘机会。此外，政府应开放更多职位予副学士毕业生申请，和带头聘请更多符合

职位要求的副学士毕业生。 

 

策略方向三：改善副学士的收生、监管及质素保证制度，提升院校的办学质素 

具体建议包括由政府设立一个全新的监管机构，专责规管自资副学位院校及私立

大学，按社会的实际需要，检视各自资院校的课程设计、教育设施及发展计划。

香港集思会又建议把专上教育体系的三个质素保证机构，包括质素保证局、联校

质素检讨委员会及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合而为一，设立统一的质素保证单

位，并提高评审的透明度，避免教资会资助院校及自资院校开设的课程质素参差，

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比较基础，理顺专上教育的资历认证模式。 

 

策略方向四：由政府提供适当补助及津贴，减轻院校及学生的财政压力 

香港集思会建议政府扩大第六轮大学配对补助金计划的范围，伸延至自资副学士

课程，拨款 3 亿元供 15 家营办副学士课程的自资院校申请，配以 2 元对 1 元的

补助方式，并把每所院校的补助金上限定于 2 千万元。此举可为院校提供筹款的

诱因，发掘更多资金来源，令学费有下调的空间。同时，政府应修订现时免入息

审查学生资助及贷款计划，于学生毕业后才开始计算利息，让同学在学期间可专

心学业。针对利息过高的批评，政府应积极研究剔除借贷利率包含的 1.5 厘风险

利息的可行性，并降低准时还款或提早还款者的还款额，以进一步减轻学生的经

济压力。 

 

 

详细研究报告及建议请参阅香港集思会网页 http://www.ideascentre.hk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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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数据 

 

2010/11 年副学士的数字概览 

 

新收人数 约 15,000 名（不包括约 3,000 名副学士先修生） 

在学人数 约 29,000 人 

资助学位收生占学额（%）* 87% 

自资学位收生占学额（%）* 92% 

课程数目 162 个（自资课程占 96%） 

院校数目 16 所（自资院校占 15 所） 

课程学费 每年$39,800 至$59,000，平均约为$45,000  

外地升学联系 获 10 个国家/地区约 160 间高等院校承认 

主要学科（自资课程） 商业、会计及管理（31%） 

社会科学（16%） 

语言、翻译及文学（12%） 

*为 2009/10 年数字 

 

 

对副学士的常见误解 

 

问： 副学士(Associate Degree)等同副学位(Sub Degree)？ 

答： 副学位课程是一个总称，包括副学士学位（Associate Degree）、高级文凭

（Higher Diploma）和专业文凭（Professional Diploma）。以 2009/10 学年副

学位课程的首年收生人数为例，副学士约有近 15,000 名新生，约占总副学

位新生人数的 4 成。 

 

问： 副学士学位的学历高于高级文凭？  

答： 副学士学位和高级文凭同属香港资历架构第 4 级资历，最大分别在于课程

设计：副学士的课程内容中，至少 6 成须属通识性质（例如语文、信息科

技、通识等）；至于高级文凭，属专门性质的内容（例如专修科目、专业训

练、职业技能等）须占课程至少 6 成。 

 

问： 副学士跟大学一样设有联校招生制度？ 

答： 副学士并没有统一的招生系统，同学需要自行前往院校报名，院校一般在 6

至 8 月进行招生。由于院校并非共同发布收生信息，同学并不清楚整个收

生流程及学额剩余情况，须要四出到不同院校寻找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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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副学士毕业生一定可以升读大学？ 

答： 根据 2008/09 年的升学数据显示，约有 7 成副学士毕业生成功升读大学，但

当中升读资助大学课程的只占 4 成（近 3,000 人）。其他则修读由本地资助

大学营办，或由海外大学与本地大学合办的自资衔接学位课程。 

 

个案分享 

 

个案一 

F 同学刚在 2010 年取得商科的副学士学位，她在入学前深信「好多人都可以升

读八大」，可是最后未能如愿，只好报读自资衔接课程，更强调：「唔可以就咁出

嚟做嘢，一定要驳上去！」不过，这个与海外大学合办的学位课程索价高达 8 万

多元一年，修读年期却只得一年半，她直言：「学费真系好贵，而且读得好赶。」 

 

个案二 

2010 年副学士毕业的 B 同学因为成绩未如理想，被逼投身社会工作，她形容职

场对副学士的认受性低，求职过程相当困难。最后，她花了 4 个月才获聘为文员，

而该职位的入职条件只是中五毕业，月薪仅得 6 千多元。聘用她的雇主指副学士

「读完等于冇读过」，要求她额外修读其他课程，令她慨叹物非所值。 

 

个案三 

2010 年获「拔尖」升读资助大学的 K 同学，只修读了一年文科的副学士课程，

但院校的「悭钱之道」令她印象深刻。她忆述校舍不时「爆满」，课室不足，学

生连星期日也要上堂，而计算机、椅子等设备亦不敷应用，严重时更试过「连位

都冇得坐」。她不屑地指：「学校真系（资源）计得好尽，而且收（学生）得好尽。」 

 

个案四 

J 同学中五毕业后修读了三年制的副学士课程，2009 年顺利升读资助大学学位课

程。不计两年大学课程，单是三年副学士的学费加起来已达 10 多万元，由于他

申请免入息审查的贷款计划，利息较高，十年后要偿还近 20 万元，可谓「负债

累累」。即使他预计大学毕业后月入 1 万元，每月仍要把五分一收入用作还款，

扣除家用、交通等开支，根本所余无几。 

 

个案五 

2008 年副学士毕业的 A 同学指出，副学士属于「必须要洗嘅底」，否则会阻碍事

业发展。他在 2010 完成海外大学在本地开办的衔接学位课程，但每次求职面试，

都会刻意不提曾修读副学士，只强调自己拥有海外大学学位。为免在雇主面前穿

帮，他采取「死都唔攞张 transcript 出嚟」的策略。他更笑言：「有雇主傻更更，

都唔知道 Top Up Degree 系咩，以为我真系外国大学毕业返嚟。」 



5 
 

关于香港集思会 

以「齐思考、创未来」为座右铭，香港集思会是一家独立、无政治背景、非牟利

的政策研究机构，由一群热爱香港人士于 2008 年 12 月创立。透过集思广益，香

港集思会的研究工作有三大范畴：(1) 增加香港的竞争能力；(2) 促进香港经济

及社会的持续发展；及(3) 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 

自成立以来，香港集思会已就多个经济及社会课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一系列的建

议，其中包括： 

 12 项促进香港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的第一轮建议 

 15 项促进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第二轮建议 

 5 项巩固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的第三轮建议 

 有关香港国际机场兴建第三条跑道的分析报告 

 6 项建设香港成为「亚洲最优秀高等教育枢纽」的建议 

 10 项促进「中医药在香港发展」的建议 

 10 项推动发展「绿色经济」的建议 

 11 项打造香港成为「创意之都」的建议 

 

香港集思会教育课题组成员简介 

杨佰成： 香港集思会理事、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教育基金创会会长，曾任香

港大学校董及管理委员会委员（2004-2006），现任香港大学专业进

修学院附属学院咨询议会成员 

唐希文： 香港集思会研究主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国际学位课程中心兼

职讲师 

陆伟棋： 香港集思会首席研究主任 

 

传媒查询 

郭小姐  电话：2114 1488 / 9322 4639 


